广 东 省 排 球 协 会
2021 年广东省“广东巨隆杯”（开平）男子
排球联赛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
广东省排球协会
广东省篮球、排球项目管理中心

二、支持单位：
广东巨隆集团（开平）

三、鸣谢单位：
广东深圳宝安区明金海排球俱乐部
广东甄兄弟酒业有限公司
广州瑞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
广州杰龙玻璃器皿有限公司
台山市第六建筑公司
滁州恒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

四、承办单位：
开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五、协办单位
开平悦动体育文化有限公司

六、比赛时间和地点：
比赛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31 日-2022 年 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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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地点：广东省江门开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

七、竞赛组别：
成人男子组

八、参加单位：
（一）以地市为单位组队参赛。
（二）台山市、开平市可独立组队参赛。
（三）各地市、区的高校可代表其所在的学校或者地市组队参赛。

九、参赛及报名办法：
（一）参赛队员的年龄必须满 18 周岁以上（广东省青年队队员
除外）
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，适宜参加本项目比赛，并自
行购买比赛期间“人身意外保险”（含往返）
，否则，后果自负。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所在地市、区或学校的工作人员、居民
或在校学生，不得临时从外省调入组队参赛。但各参赛单位在组队时，
可从外单位（省内）租借两名本省户籍运动员作为本单位参赛运动员
（如承办单位所在地市组队参赛则允许租借三名）
。
（四）各地市输送到省青年队或高校就读的运动员，可代表原地
市报名参赛，但其原籍必须是在所代表的地市。
（五）各地市、区参赛运动员的户籍必须是所属的地市、区。如
运动员户籍不在所在地市、区，则以购买“三金”或当地体育部门（学
校）开具其确定是在当地工作或读书的证明为准。
（六）各参赛队允许引进一名广东省男排一队现役运动员作为外
援参赛，占用上述（三）中所述的租借名额。
（七）各参赛队每队可报领队 1 人，教练员 2 人，医生 1 人，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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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员 18 人（到赛区后交确定名单 12 人），限报 16 队，额满即止。
（八）各参赛队于 12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前将报名表填写好发送
至省排协邮箱 gdspqxh@163.com。联系人：张冠钦 15875148455，一
经报名，名单不得更改;需要安排食宿的队伍，请在报名表上填写详
细人数，否则不予办理。

十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《2017—2020 排球竞赛规
则》和修改规则。
（二）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，前四局每局 25 分，当比分 24:24
时比赛打至某队领先 2 分为止，决胜局打至 15 分并领先对方 2 分者
获胜。
（三）如报名参赛队伍数量超过 12 支，第一阶段比赛采用三局
两胜制，前两局每局 25 分，当比分 24:24 时比赛打至某队领先 2 分
为止，决胜局打至 15 分并领先对方 2 分者获胜。第二阶段则采用五
局三胜制。
（四）比赛拟分两阶段进行（具体竞赛办法待报名结束后再确
定），第一阶段比赛，采用分组循环赛的办法决出小组名次；第二阶
段则采用交叉淘汰附加赛的办法决定名次。
（五）每场比赛的双方运动队，必须提前半小时达到比赛场地，
并到记录台报到。赛前，比赛双方须把运动员的身份证交到记录台，
经检查核对无误后才能上场比赛。
（六）竞赛日程可在报名截止日后到广东省排球协会官网下载专
区查看。

十一、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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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到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7:00 前
（二）报到地点：开平市福禄寿酒店一楼大堂（开平市祥龙中路
46 号）。
（三）竞委会、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：12 月 30 日晚上 19：30
福禄寿酒店 2 楼会议室
（四）各队报到时必须上交参赛运动员学籍、户籍、购买“三金”
或当地体育部门（学校）开具其确定是在当地工作或读书的证明复印
件并在参赛承诺书上签名，否则不准参赛。

十二、分组办法
如报名参赛队伍数量是 16 队，
则采用以下办法进行分组：
以 2019
年广东省男子排球联赛前八名的成绩为依据，采用蛇形分组办法将参
赛队伍分为四个小组，如前八名中有未报名参加本次比赛的队伍，则
按名次依次递补。其他报名参赛队伍则通过抽签落位的办法分别落到
相应的组别及组中位置上，具体分组办法待报名结束后再确定。

十三、排列名次办法
（一）如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办法，则按以下办法排列名次：
1.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，胜场多者排名在前。
2.如果参赛队在 12 支以内时，则第一阶段采用五局三胜制，每
场比赛结果为 3:0、3:1 时，胜队积 3 分，负队积 0 分；比赛结果为
3:2 时，胜队积 2 分，负队积 1 分；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数相同时，
积分多者排名在前。
3.当两队或以上比赛积分仍相等时，决定名次顺序为：C 值，A
（胜局总数）/B（负局总数）= C 值；Z 值，X（总得分数）/Y（总
失分数）= Z 值；当两队 Z 值仍相等时，两队间最后一场比赛胜者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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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列前；当三队或三队以上总得失分比值（Z 值）仍相等时，则仅在
该相关队之间的比赛采取前述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标准确定名次。
（二）如第一阶段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，排列名次则采用下列办
法：在循环赛中，胜一场得 2 分，负一场得 1 分，积分高者名次列前；
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采用下列办法决定名次：A（胜局总数）
/B（负局总数）= C 值，C 值高者，名次列前。如 C 值相等：X（总
得分数）/Y（总失分数）= Z 值，Z 值高者名次列前。如 Z 值仍相等，
则通过抽签办法决定名次。
第二阶段比赛采用交叉淘汰附加赛的办法决定名次，即 A 组第 1、
2 名与 B 组第 1、2 名决 1-4 名；A 组的第 3、4 名与 B 组的第 3、4 名
决 5-8 名。
（三） 如报名参赛队伍数量是 16 队，第二阶段比赛则采用下列
办法决定名次：各小组第一名的四支队伍通过抽签落位后，采用交叉
淘汰附加赛的办法决出 1-4 名。各小组第二名的四支队伍采用同样的
办法决出 5-8 名。

十四、服装
各参赛队的运动员服装颜色必须统一，并按规则要求印制号码，
队长服装要有标志，自由人的服装颜色要有区别。

十五、比赛用球：MiKasa
十六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：
录取前八名，前八名运动队颁发奖杯一座，并颁发名次奖金。
第一名：3300

第二名：2800

第三名：2500

第四名：2000

第五名：1800

第 6-8 名：1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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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关于申诉
如有申诉，申诉时必须提交有领队签字的书面材料，同时交纳
2000 元申诉费（胜诉则退回），否则，不予受理。

十八、赛事疫情防控要求
（一）各参赛队负责人必须了解本队所有人员有无与疫情区域接
触史，如有则劝其不要参赛。
（二）所有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必须持有粤康码或穗康码，并出
示核酸检测 48 小时阴性结果。
（三）所有人员进入场馆前必须自觉接受测量体温和佩戴口罩。
（四）比赛期间，本队队员如有异常或身体不适，请相关队员第
一时间联系医院，并进一步诊断和上报组委会。

十九、参赛各队比赛期间所需费用一律自理，裁判员和工作人
员经费由主办单位负责。根据开平市防疫防控中心和开平市文化广电
旅游体育局的要求，为了确保大会赛事顺利进行和运动员、教练员、
裁判员身体健康，大会计划安排在开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推荐
的、防疫防控较好的酒店食宿，食宿标准为每人每天 250 元（含吃、
住及在比赛期间的交通费用），具体安排另发补充通知。

二十、仲裁和裁判员由广东省排球协会选派，不足部分
由开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选派。
二十一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，未尽事宜由大会另行通
知。

广东省排球协会
2021 年 1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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